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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保卡註冊後功能說明 
 



2 

多憑證網路加退保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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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憑證網路加退保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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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請至中央健康保險署網址：
http://www.nhi.gov.tw/ 

2.點選『投保單位』項下『網路
申辦及查詢』->『多憑證網路
承保作業』 



3.使用ie登入多憑證系統網址 
https://eservice.nhi.gov.tw/nhiweb1/system/loginca.aspx 

4.點選環境說明 



5.依據使用卡別，進行相關環境設定 
  點選檢測IE環境，確認電腦環境設定 

工商憑證 

自然人憑證 

負責人健保卡 

承辦人健保卡 



 

6.確認IE版本：IE8.9僅能使用32位元 
              IE10.11可使用32/64位元 
 

5.點選變更 

   我的設定 

確定使用哪個 
ie版本跟位元 



7.依據使用卡別，下載相關元件安裝檔 
  (欲使用健保卡登入方式，建議兩種元件安裝檔皆下載) 

工商憑證 

自然人憑證 

負責人健保卡 

承辦人健保卡 



單位無法使用IE登入時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使用Firefox或Chrome瀏覽器登入 

點選支援Chrome/Firefox瀏覽器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選元件安裝說明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1.使用ie須完成步驟一至五 

2.使用Firefox須完成步驟一至六 









單位憑證註冊作業 



單位憑證註冊作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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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請至中央健康保險署網址：
http://www.nhi.gov.tw/ 

2.點選『投保單位』項下『網路
申辦及查詢』->『多憑證網路
承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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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單位註冊作業 

單位憑證註冊作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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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於讀卡機置入

單位憑證或負
責人健保卡， 

   點選『讀取』 

單位憑證註冊作業(3) 

負責人健保卡 

4.輸入基本資料 



指派作業 



指派作業 
單位管理者登錄作業 

角色管理、使用者權
限管理作業 

投保單位 

(工商憑證、組織團
體憑證、政府憑證…) 

 

單位管理者A 

(自然人憑證) 

 

C使用者 

(自然人憑證) 

D使用者 

(自然人憑證) 

E使用者 

(自然人憑證) 

單位管理者B 

(自然人憑證) 

 

負責人健保卡 

經辦人健保卡 



一、單位管理者登錄作業 

提供投保單位指定使用本作業系統之管理者，系統
管理者擁有維護使用者或承辦人的權限，或指定自
己成為所有作業功能使用者。 

單位憑證或 

負責人健保卡 

甲自然人憑證
或健保卡 

(單位管理者) 

單位只有一
位承辦人 

單位有兩位
以上承辦人 

甲自然人憑證
或健保卡 

(單位管理者) 

甲自然人憑證
或健保卡 

(單位管理者) 

單位憑證或 

負責人健保卡 



1.於讀卡機置入單位憑證或負責人健保卡 

2.輸入密碼後按『登入』 

單位管理者登錄作業(1) 

24 

2 

負責人健保卡 1 



 

單位管理者登錄作業(2) 

1.使用負責人健保卡作為單位憑證時請勾選單位憑證 
2.輸入註冊密碼及投保單位代碼 

負責人健保卡 



以同一張單位憑證註冊兩個投保單位代號(例如：公家
機關有公務人員及聘雇人員兩個單位代號，又例如總公
司及其工廠有不同投保單位代號)，則會出現此畫面供
點選欲指派的單位代號，請分別點選代號進入指派，只
註冊一個投保單位代號者則無此畫面 26 

單位管理者登錄作業(3) 



3. 再點選『單位管理者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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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單位管理者登錄作業(4) 



4. 請點『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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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位管理者登錄作業(5) 



5.讀卡機更換為單位管理者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點選『讀取』，
帶出自然人憑證序號、姓名，再輸入身分證號、電子郵件信箱，
按「儲存」，即完成指派作業(本系統未限定單位管理者人數)。 

6. (如僅有一名承辦人該名即單位管理者，因此只須完成本作業，
即可執行所有加退保作業。) 

29 

5 6 K100123456 

*@* 

00A0321F12CE100000116542F0011D 

郝快樂 

單位管理者登錄作業(6) 

經辦人健保卡 



二、角色管理及使用者權
限管理作業 

---僅允許使用部份加退保業務功能 

自然人憑證甲
(單位管理者) 

單位憑證A 

自然人憑證乙
(部分權限) 

自然人憑證丙
(部分權限) 

單位由多位承辦人辦理勞健保業務(大型單位)，且
須指派不同承辦人使用不同加退保業務功能時，則
由單位管理者在『角色管理』及『使用者權限管理』
設定各類角色及使用者之權限。 



1.在讀卡機置入單位管理者自然人憑證或
健保卡 

2. 輸入自然人憑證pin碼後按『登入』 

角色管理及使用者權限管理作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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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經辦人健保卡 



3. 請點選『系統管理作業』，出現
子項功能。再點選『角色管理』 。 

4. 系統已預設各類角色，可使用本
局系統預設的角色。 

5.如無符合之角色，請選『新增』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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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角色管理及使用者權限管理作業(2) 



6. 投保單位自行設定角色名
稱及勾選權限內容（說明
欄可空白） 

7. 每設定1個角色後，點選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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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角色管理及使用者權限管理作業(3) 



8. 再點選『使用者權限管理作
業』，選『新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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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角色管理及使用者權限管理作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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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9.讀卡機內請改置放被指派人的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點選『讀取』帶出
自然人憑證序號、姓名，再輸入其身分證號、電子郵件信箱。 

10.勾選該承辦人的角色設定。 

11.按「儲存」。 

00A0123F12CE12FFAD0E5123F0011D 

曾健康 

S101123456 

*@* 

角色管理及使用者權限管理作業(5) 



注意：已設定權限的承辦人，日後持自然
人憑證登入健保多憑證網路加退保
作業，依被設定的權限申辦業務。 

36 

角色管理及使用者權限管理作業(6) 



網路申辦作業－ 

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登入 



指派完成後，使用承辦人之自然人憑證或
健保卡及密碼按「登入」即可辦理加退保。 

38 

****** 

經辦人健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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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退保、薪調異動 
二、查詢單位及員工投保資料 
三、下載各類明細表 
四、查詢及列印未繳保費繳款單 
五、申請及下載電子繳款單 
六、申請繳費證明 
七、申請健保卡 
八、健保卡整批註冊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的功能  



以前網路申報適用範圍 

一、加、退保 

二、薪調異動 

三、續保、出國停保 

四、投保單位基本資料變更-負責人變更除外 

五、申請及下載電子繳款單 

六、申請繳費證明 

七、申請健保卡 



以前網路申報不適用範圍 

一、外籍人士加保 

二、薪資調降超過3級 

三、育嬰留職停薪作業 

四、復保及失蹤停保 

五、投保單位負責人變更 

六、保險對象基本資料變更 

七、追溯六個月以上日期轉出 

【需檢附相關證件者】 



新增網路申報作業項目 

一、外籍人士加保(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二、育嬰留職停薪(上傳相關證明文件) 

三、薪資調降作業(全面受理免附證明文件) 

四、復保(免附證明文件) 



 

申報勞健保  
（三合一及單獨健保）異動  



1.輸入身分證號、姓名及出生日期 

2.姓名中有難字請以全形「＊」代替 

本人 

本作業申報勞健合一異動，經儲存成功之資料會另傳送勞保局處理，有關「勞保」網路申報之相關問題， 
請洽勞保局承保處(電話：02-23961266 轉各承辦業務科分機)。 



輸入合於健保投保條件 

輸入月實際工資 

本人 

本作業申報勞健合一異動，經儲存成功之資料會另傳送勞保局處理，有關「勞保」網路申報之相關問題， 
請洽勞保局承保處(電話：02-23961266 轉各承辦業務科分機)。 



本人 



眷屬 

填寫基本資料，正確選擇稱謂代號 
及合於健保投保條件 



眷屬 

選擇相對應合於健保投保條件 
新生嬰兒要勾選下方申請製發健保卡 



退保作業(勞保/勞退/健保三合一) 

(月底轉出者，本署逕予核定次月一日生效) 
(勞保/勞退申報當日生效)  



 

薪資調整作業(勞保/勞退/健保三合一) 
 

薪資調整生效日期為申報日期次月一日 

如操作雇主投保薪資調降請勾選 



 

薪資調整作業(勞保/勞退/健保三合一) 
 

上傳雇主投保薪資調降證明文件 

如不清楚須上傳何種文件， 
可點選證明文件。 



 



一般受僱者無須勾選 

本人 加保作業(健保專用) 



本人 加保作業(健保專用) 



本人 加保作業(健保專用) 

雇主於多憑證系統加保， 
將預設為最高投保級距， 
非保在該級距請以書面進行加保。 



 

本人 加保作業(健保專用) 



加保作業(健保專用) 眷屬 

填寫基本資料，正確選擇稱謂代號 
及合於健保投保條件 



眷屬 

選擇相對應合於健保投保條件 
新生嬰兒要勾選下方申請製發健保卡 



 

眷屬 

申請查詢眷屬最近投保狀況 



眷屬 

申請查詢眷屬最近投保狀況 
前一個投保單位未轉出， 
請洽前投保單位辦理轉 
出，再辦理眷屬此投保單
位轉入，以免重複投保。 



 

眷屬 

申請查詢眷屬最近投保狀況 前一個投保單位已於
105年6月1日轉出，請
辦理銜接轉入，以免

中斷投保。 



 

眷屬 加保作業(健保專用) 

欲加保外籍人士請勾選， 
勾選後出現上傳資料窗格， 
請上傳相關文件pdf或jpg檔 



 

退保作業(健保專用) 



注意事項  
1.出國6個月以上，已辦理停保的民眾，於入境返國時，不論停留期間長短，都要在返國後 
  檢附戶籍謄本及 入出境證明或護照全份影本辦理復保，並繳納保險費，嗣後再出國時， 
  需再次選擇是否停保；如果出國未滿6個月即返國，停保將被註銷，而且要補繳保險費。  
2.保險對象預定出國6個月以上者，得辦理停保。返國復保後，如有再次出國，應於復保屆 
  滿3個月，才能再次辦理停保。  
3.返國未辦復保者，不論是否再出國，一律追溯自辦理停保後之第一次返國日（限當次出 
  境已達6個月以上） 或追溯至停保日（指當次出境未達6個月即返國者）復保並追繳保費。  

停保作業(健保專用) 



 

薪調作業單筆(健保專用) 

除雇主調降調整投保金額外， 
不限級距不需檢附證明文件。 



 

薪調作業單筆(健保專用) 

上傳雇主投保薪資調降證明文件 



 



薪調作業多筆(健保專用) 

選擇投保金額級距， 
會直接帶入單位內投保 
在該級距保險對象 



薪調作業多筆(健保專用) 



育嬰留職停薪作業(健保專用) 

填寫基本資料後， 
上傳戶籍資料。 

可申請當月育嬰留職停薪(預作跨月為十日內) 



復保作業(健保專用) 



 

批次健保異動資料申報 

單獨申報 
健保異動 

申報勞健保三合一異動 

點入有檔案格式與範例說明 



身分證號不輸入亦可 

申報資料套印表格 

1.選擇欲列印表格類型 
2.報表類別 



單位資料查詢及變更 
異動作業後查詢 

1.顯示當日所有異動資料  
2.當日未處理資料可刪除  



單位資料查詢及變更 
異動檢核後查詢 

1.「錯誤代碼」欄位顯示異動資料處理狀態 
  (1)尚未審核→當天申報資料尚未轉檔 
  (2)送檢核中→資料轉檔後生效日期大於系統日留在暫存區未轉檔 
  (3)審核正確→資料轉檔後已正確進檔 
  (4)審核不正確→資料有誤，健保署承辦人審核不通過。 
  (5)待業務組審核→資料已傳送給健保署承辦人待審核 
  (6)顯示錯誤代碼→資料轉檔後因資料有誤落入錯誤檔中 
2.點選右上角「錯誤代碼說明」，查詢錯誤代碼說明及處理方法。 



單位資料查詢及變更 
單位未繳保費查詢與列印 



單位資料查詢及變更 
單位未繳保費查詢與列印 



單位資料查詢及變更 
基本資料變更-不需檢具證明 

須變更通訊地址、電話、Email可於此處更正。 



單位資料查詢及變更 
基本資料變更-需檢具證明 

上傳公司相關證明文件 

如不清楚須上傳何種文件， 
可點選相關證明文件說明。 

須變更單位名稱、登記地址可於此處更正。 



單位資料查詢及變更 
基本資料變更-需檢具證明 



單位資料查詢及變更 
基本資料變更狀態查詢 

可查詢單位基本資料變更是否正確完成。 



系統管理 
單位憑證變更作業 

1. 由具有管理者權限之承辦人員登入多憑證承保作業系統。 
2. 在系統管理作業項目下選擇「單位憑證變更作業」。 
3. 畫面顯示目前投保單位代號、投保單位名稱及單位憑證主體資料。 
4. 將新單位憑證插入讀卡機，按[讀取]，帶出新單位憑證資料。 
5. 按[儲存]，該投保單位之新憑證資料即取代舊憑證資料。 
6. 所有已有權限之承辦人員不必再作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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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明細表申請及下載 
各類明細表申請 



各類明細表申請及下載 
各類明細表申請 

可刪除已申請報表檔 



各類明細表申請及下載 
各類明細表下載 



各類明細表申請及下載 
繳款單及明細表批次申請及下載 



單位資料查詢及變更 
減免明細查詢及列印 

1. 輸入身分證號及減免補助起迄年月區間，按[申請]。 

2. 按[查詢]。 

3. 可查詢該期間的健保費補助資料。 

4. 按[列印]，列印個人減免明細表。 



使用電子繳款單好處 

一、節能省紙愛地球 

二、不怕漏接單，可自行列印 

    立即取得繳款單方便繳費 

三、快速、即時、便捷 

    每月20日即可下載電子帳單 



當月電子繳款單申請及下載 
 

可查詢是否已經申請?  



單位保費繳納證明線上列印 
 

印一般保費或61單位補充保費
請勿選統一編號 

繳
納
期
間
可
拉
長
，

必
須
跨
越
實
際
繳
納

日
期 



公告欄 



公告欄 



健保卡申請作業 



 

健保卡申請作業 

欲申請有照片健保卡請勾選並上傳檔案 



健保卡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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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註冊後功能說明 



    一卡在手，便利無窮 

服務 
項目 

個人健保資料 
網路服務作業 

健康存摺 稅務服務 

服務 
內容 

1.當月電子繳款單申請及下 
  載  
2.查詢、列印個人及眷屬投、 
  退保資料                                             
3.申辦第六類保險對象異動 
4.申辦健保卡                           
5.通訊地址變更                                      
6.個人未繳保費查詢及下載            
7.保險費單次約定轉帳繳費                
8.個人中英文投保證明                                  
9.申請及列印保險費繳納證 
  明下載 

1.門診、住診資料 
2.過敏資料 
3.器捐或安寧緩和醫療意 
  願 
4.出院病歷摘要 
5.檢驗(查)結果 
6.影像或病理檢驗(查)報 
  告資料 
7.預防接種資料 
8.中醫門診資料 
9.最近一次成人預防保健 
  結果資料 
10健保卡狀況及領卡紀錄 
11.保費計費及繳納明細 

所得稅申報期間，可至財
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站www.tax.nat.gov.tw下
載105年度綜所稅電子申
報繳稅系統，透過該系統
下載所得及扣除額等資料，
以網路申報綜合所得稅，
免填寫申報書及蒐集扣免
憑單，省時省力，退稅案
件並得優先退稅，早日收
到退稅款。 



健保卡整批註冊 
 



•健保卡註冊申請整批資料上傳： 
單位承辦人： 

–無需提供戶號。 

–系統驗證為投保單位在保保險對象。 

–由投保單位自行上傳註冊檔案。 

–紀錄檔查詢, 若非單位管理者僅能看承辦人自己上傳
資料,若為單位管理者可以查看單位全部資料。 

健保卡註冊者： 
–首次註冊收取認證信，點選信件連結插卡登入自行設
定註冊密碼，始可啟用。 

–未於5日內完成或修改電子郵件信箱者，可點選重寄認
證信，點選信件連結插卡登入自行設定註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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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整批註冊 
 



健保卡整批註冊檔案製作說明 

• 檔案所需欄位：身分證號、電子郵件、行動電話、聯絡電話。 

• 檔案名稱：投保單位代號+年月日.CSV(例:1100010001050801.CSV) 

• 操作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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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整批註冊-投保單位承辦人1/2 

•投保單位被授權承辦人可憑註冊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
登入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點選左側作業選項「健保卡註冊申請整批資料上傳」
，畫面會自動帶出本平台系統登錄登入者之姓名及電
子郵件信箱。 

–瀏覽檔案 

–上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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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整批註冊-投保單位承辦人2/2 

•系統自動發送電子郵件通知單位承辦人，並夾寄提供
上傳註冊結果文字檔 

•承辦人亦可至登入多憑證網路平台，點選「健保卡註
冊申請上傳紀錄查詢」查詢上傳結果 

• 紀錄檔查詢, 若非單位管理者僅能看承辦人自己上傳
資料,若為單位管理者可以查看單位全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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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整批註冊-註冊申請人1/2 

•註冊申請人於整批註冊信箱收取認證信，並設定註冊密碼。 

•申請人執行前項作業時，瀏覽器應按裝元件，備齊讀卡機插
卡，始可完成設定註冊密碼及認證成功。 

•若未收到認證信者，可於註冊網頁點選「重寄認證信」設定
註冊密碼並完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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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整批註冊-註冊申請人2/2 

• 點選認證信中連結「健保卡註冊認證作業」 

 

 

 

 

• 插卡按「讀取」輸入「註冊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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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確定」後「網頁
訊息」，系統會發送
註冊完成通知信。 



謝    謝    指    教 

線上申報e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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